
我们常常受自己的认知局

限，一叶障目，走不出自己设定

的成功目标牢笼。我们要学会

建立终身成长型思维模式，在

了解自己禀赋、能力和志趣的

基础上，为发挥优势和突破边

界而不懈努力。努力的过程就

是成长，成长中的收获与提高就是成功。

我们还常常被一些负面情绪所困

扰。因此，我们要学会从正向积极的角

度看待人和事，学会接纳自己，改变自

己；与自己友好相处，不放纵不纠结。

抗疫英雄张定宇谈及自己的病情

时，总是微笑着说：“我努力地工作，就是

因为我热爱生活。”他没有因为自己遭遇

绝症而沮丧，而是选择用积极

的态度和坚强的意志与渐冻的

生命赛跑，他是人民的英雄，更

是自己生命的英雄!

我们都是独立但不孤立的生命个体，

对内连接着自己的生理和心理，对外连接

着社会，社会层面的生命是紧密联系群体

中的一个节点，我们的生命独特而珍贵，它

不仅属于自己，还属于家庭、社会和国家。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在入党

申请书中写道：“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

生存得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要

为他人、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用自己

的力量，努力作出贡献。”她用生命，践行

了这份庄严承诺。

戍边烈士陈祥榕，曾写下战斗口号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他用生命践行

了当初的誓言：大好河山，寸土不让！他

们把“小我”的生命融入到“大我”的社会

与国家之中，让有限的生命焕发出无限

的光芒，谱写了生命的英雄之歌。

成长的过程必然经历艰难困苦，没

有远虑，必有近忧。罗曼·罗兰有一句名

言：“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英雄主义，就

是在你历经磨难、发现了生活的真相之

后，依然热爱生活。”让我们以此共勉!

学校已绘就十四

五发展新蓝图，麓山人

将开启奋斗新征程。

学校按照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五育

并举。在今后五年，以及更远的将来，学校

的中心工作都将围绕这一目标展开。

一个人健康成长，不仅需要掌握丰富

的知识与技能，还需品德高尚，体魄强健，

崇尚美好，热爱劳动。人生成功的标准不

只是考分亮眼与就读名校，更不只是高薪

职业与高档住宅。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曾说：

决定孩子一生的不是学习成绩，而是健全的

人格修养。正在热映的电影《你好，李焕英》

感动着千千万万的观众，片中李焕英对孩子

最大的期待是：只要健康快乐就好。健全人

格与健康快乐才是幸福人生的根本，拥有这

两者都离不开青少年时期的健康成长与全

面发展。希望同学们珍惜青春好时光，将德

智体美劳的培养融通于每一节课堂学习，每

一场研学旅行，每一次社会实践，每一个文

体活动，每一次志愿服务之中，成长为志存

高远、刚健有为、热爱生活的时代新人。

在这个春天里，习近平

总书记向世界宣布，我国

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

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

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

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

迹。在这个春天里，我们

也听闻了戍边英雄们令

人泪湿衣裳的故事，他们

张开双臂，即使手无寸

铁，也要把国家护在身后，把牺牲留

给自己，他们的精神在春天里生长。

很早以来，我们的民族就懂得

了依据时令的变更而耕耘土地，才

会有五谷丰登，遵循季节的轮替而

更新精气神，才会有长盛不衰的奋

斗意志。在春天的万里锦绣山河

中，人所呈现出的昂扬向上、不屈不

挠的生命姿态最为壮丽，既为人们

所赞扬，更为民族所推崇。也许每

一次的出发并不都是在春天里，但

当每个春天到来，都应当更新精气

神，去迎接生命的成长，去接续人生

的奋斗。

万物生长，雅礼希望你们舒展筋

骨、热爱运动，保持锻炼习惯，让健康

的体魄散发出蓬勃朝气；春风拂过，

雅礼希望你们在书香校园里，随手取

阅、捧读书籍，汲取精神的养分，让成

长的心灵充盈着美好向往。诚然，雅

礼更希望你们从这个春天出发，更加

懂得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立以来

的百年奋斗求索、百年辉煌来路、百

年历史功绩，更加懂得人生奋斗于国

于民的价值所在，更加懂得雅礼精神

的深远内涵。

每个人既是历史的见证者，更

是历史的创造者。前进序曲已经响

起，让我们彼此勉励、彼此温暖、彼

此帮助，心怀对美好的热爱、对奋斗

的领悟，共同走向未来，在青春中国

的大地上，勤于创造、勇于奋斗，让

生命呈现出更好状态、更高品质、更

广格局。

就在上周，一条新

闻引发了全民关注：去

年6月，在祖国西部边境

一场外军蓄意制造的冲

突中，我们的边防官兵祁发宝身负重伤，

陈红军、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不幸牺

牲。中央军委授予在边境冲突中誓死捍

卫国土的 5 名官兵荣誉称号、记一等功。

不仅是坚守边疆的戍边战士们，回顾中国

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28岁的毛泽东作为

代表参加了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22

岁的卢德铭身中数弹在秋收起义中壮烈

牺牲、26岁的瞿秋白创办了《热血日报》、

平均年龄24岁的狼牙山五壮士纵身跃下

悬崖……这些革命先辈的故事你们耳熟

能详。在那个动荡的岁月，是他们，用理

想信念，用执着坚守，甚至用年轻鲜活的

生命，怀着对祖国的炽热而真挚的爱，

谱写了一曲又一曲青春之歌，带领中国

人民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拼死守卫国土、联手抗击“疫情”、中

国海外撤侨、决战脱贫攻坚……从 1921

到2021，中国人民所经历的一切，都有强

大的祖国、伟大的党在背后默默支撑，为

我们保驾护航。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从一艘小小的红船到如今的巍

巍巨轮，百年间，中国共产党承载着人民

的重托，让祖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月18日，习近平在给上海市新四军

历史研究会百岁老战士们的回信中曾写

道，要“引导广大党员特

别是青年一代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坚定信

仰、勇敢斗争”。我希望，

新时代的华兴少年们能

够像我们的先辈、身边的

榜样一样成为一个怀揣

着纯粹初心的人，成为一个能为社会发展

作出贡献的人。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我们对英

雄的每一次凝望，都是一次初心的叩问；

我们对历史的每一次回眸，都是一次思想

的洗礼。你们要以学历史、学党史为契

机，学习党的艰苦奋斗历程，用党的伟大

成就鼓舞斗志；你们要以革命先辈为榜

样，学习他们的优良品格，用他们的经历

坚定初心，启迪人生智慧。

有句话说得好，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

前行”。我们的喜庆、

祥和、安全、开心的生

活，是无数时代英雄共

同努力，用行动，用智

慧，甚至用鲜血和生命

换来的。

100 年前，中国共

产党诞生了，在中国共

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领中华民

族的优秀儿女前赴后继，接续奋斗，

打败反动派，赶走日本法西斯，建立

了新中国。

70 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毅

然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发

扬伟大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

义，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赢

得了保家卫国、抗美援朝的伟大

胜利。

270多天前，当喀喇昆仑边境

外军，公然违背与我方达成的共

识，悍然越线挑衅时，祁发宝、陈

红军、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5位

为国戍边的英雄，用自己的血肉

之躯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

这些都是我们弥足珍贵的精

神财富，必将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战胜一切

强大的敌人。我们只有学习和实

践好这些精神，一个人、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才能在艰难险阻面前屹立

不倒，傲然前行。

同学们，我希望你们珍惜现

在的幸福，感恩我们的时代英雄，

树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远

大理想，继承和弘扬伟大的民族

精神，把“小我”融入到“大我”之

中，肩负起时代的重任，学好本

领，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去，贡献我们的力量，用我们的行

动，用我们的奋斗，去创造属于我

们中华民族的更加美好的明天。

艰难方显勇毅 磨砺始得玉成
长沙市明德华兴中学校长 陈迪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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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听，，““奋斗奋斗””的声音的声音

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守望相助抗

击疫情、共克时艰，城市才能车流如织、乡

村才能谷米满仓，校园才能书声琅琅，一切

来之不易。同学们，我们是这场危机的亲

历者，更要学会把疫情危机变成成长契机，

在艰难中勇于自我磨砺。疫情给学习生活

增添了许多挑战，但是，往往越是艰辛时刻

越是曙光在望。我们要坚定信心，踏实努

力，战胜困难。

人勤春来早，奋斗正当时。明媚的春

天，最能感受青春的脉动。“人的一生只有

一次青春。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

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处在拔节孕穗期

的我们，惟有勤勉于行、奋发有为才能茁壮

成长。习近平总书记用孺子牛、拓荒牛、老

黄牛这三种精神,为中

国今年的奋斗状态奠

定了基调。我们要谨

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不用扬鞭自奋蹄，以

奋斗的姿态去迎接新学期。

青春逢盛世，筑梦耀芳华。今年是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的开局之年。我们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的历史见证者和直接受益者，更应该

勇担历史使命、厚植爱国情怀，将个人梦融

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成为坚定信仰者、全

程参与者、积极贡献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凝聚青年力量、贡献青春智慧。

奋斗吧，了不起的附中人！以青春之

我、奋斗之我，一起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新学期，新开始，新气象。3月1日，长沙市各中小学校的学生走进了校园。爱国感恩、致敬英

雄、崇尚奋斗……校长们在“开学第一课”讲了什么？我们节选了一部分，一起来看看吧。

青春是用来奋斗的
湖南师大附中副校长 苏建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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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育并举，奋蹄深耘
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校长 邓智刚

做生命的英雄
长沙市长郡中学校长 李素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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